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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记者 !

"#实习生 $%&

" 女中豪杰海口
上演精彩的巅峰对决# 一流水准的
比赛在椰城正式点燃烽火$ 今天晚
上# #$%%年亚洲杯女子拳击赛在海
口体育馆隆重开幕# 来自 %#个国家
和地区的 &' 名选手将为 %$ 个级别
的冠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$

在亚洲杯女子拳击赛开打前#

首先进行了 ($ 分钟的开幕式$ 随
着一阵 %击鼓迎宾& 震耳的擂鼓
之后# 参赛运动员在世界小姐吴
英娜高举的亚洲杯女子拳击赛会
旗引领下陆续入场$ 接下来# 著
名男高音歌唱家魏松演唱了 %我
的太阳&' %跟你走& 两首震撼人

心的歌曲$

最后# 开幕式在融合了 %# 个
参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元素
的大型民族舞蹈 %欢聚一堂& 中
结束$

开幕式结束后# 进行了 %#场竞
争激烈的半决赛$ 在隆隆的鼓声与
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# 参赛拳手们

逐一登场亮相# 展示各自实力与风
采# 引来拳迷阵阵尖叫$

亚洲杯拳击赛创办于去年$ 本
次比赛由亚洲拳击联合会主办# 中
国拳击运动协会' 国家体育总局拳
跆运动管理中心' 海南省文体厅'

海南五指尊拳实业有限公司承办#

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等协办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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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旅游公厕建设十
分重要#日常管理更加重要$ 日前#

保亭在公厕建设管理工作中# 大胆
创新管理模式# 在全省范围内首先
将县城 &座旅游公厕采取 (以商养
厕)的管理模式$

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表示#像
保亭这样(以商养厕)的建设管理模
式#在全省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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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记者"日从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
与应用研究中心获悉# 国家重大科技
基础设施项目***东半球空间环境地
基综合监测子午链!简称(子午工程)"

首枚探空火箭"日"时在中国科学院海
南探空部发射场成功发射$ 这一试验
的成功将为我国自主监测空间环境'

保障空间活动安全发挥重要作用$

我国航天和空间技术的发展#对
自主空间环境保障提出了日益迫切的

需求$ (子午工程)是我国(十一五)中
期投资建设的一个能够在地面持续运
行的'综合性的'跨区域的大型空间环
境观测网络$ 工程综合运用地磁!电"'

无线电'光学和探空火箭等多种手段#

连续监测地球表面#$公里到几百公里
的中高层大气' 电离层和磁层以及十
几个地球半径以外的行星际空间环境
参数# 将为增强我国空间科技的创新
能力#保障空间活动安全做出贡献$

截至目前#(子午工程) 已沿东经

%#$度'北纬&$度线布局建设了%!个地
基空间环境监测站$ 其中位于海南儋
州的海南探空部为功能最全的一个综
合性站点$ 利用该站点的探空火箭发
射基地发射气象探空和电离层探空火
箭是(子午工程)空间环境监测系统的
重要任务之一$

据介绍#此次探空火箭试验任务#

其运载部分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
所属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定型产品天
鹰&号)型火箭$其它各系统#包括鲲鹏

一号探空仪'发射场'遥测'地面及科
学应用系统等# 由中国科学院空间科
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制$

本次试验搭载的鲲鹏一号探空
仪#包括双臂探针式电场仪'大气微量
成分探测仪' 朗缪尔探针三个科学探
测有效载荷以及箭载公用设备' 箭上
发射系统'姿态测量仪'高动态*+,接
收机等设备$ 其中#双臂探针式电场仪
以及由中国' 奥地利和意大利合作研
制的朗缪尔探针是在我国空间探测活

动中首次应用$

据介绍#"日"时整#(天鹰&))携带
鲲鹏一号探空仪# 在海南探空部火箭
发射场沿北偏西(!度方向''"度仰角
发射$ (&秒时#火箭高度升至-$公里#

火箭转速稳定至约#转!秒#箭头与箭体
分离#电场仪伸杆展开+至(-秒#火箭
高度升至-!公里# 朗缪尔探针伸杆解
锁' 展开+#%!秒达到%.-公里轨道顶
点+(#$秒# 再入大气层# 飞行试验结
束$ 目前科学数据正在分析中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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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日上午%$许#杨亦平一行驱车前
往龙河镇石八农场黄明家#一进门#杨
亦平就紧紧握住黄明双亲的手动情地
说,(你们的儿子是定安人民的骄傲#

是海南的骄傲# 也是我们所有人学习
的榜样- )

年近"旬的黄母自从得知心爱的
儿子光荣牺牲后#一直处在悲痛之中#

整天呆在破旧的家里暗自流泪# 面对
前来慰问的领导#她泣不成声#让在场
的人无不动容$

杨亦平详细询问了黄明一家的情
况# 语重心长地劝黄父黄母要保重身
体#不要因为过度地悲伤搞坏了身体#

要坚强面对$

杨亦平说# 黄明为保护国家和人
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幸遇难# 见义勇
为的举动值得我们学习$ 目前#见义勇
为基金会正在收集相关资料# 进行进
一步核实后# 将对黄明见义勇为先进
事迹进行表彰$

慰问团队员递上纸巾# 紧握着黄
明母亲的双手#轻声说道,(不要哭#你
的儿子很棒# 你养育的儿子为你们增
光了#在我们心里#他就是个英雄$ )

杨亦平代表海南省见义勇为基金
会向英雄亲属送上了%$$$$元奖金和

($$$$元优抚金$

王昌国代表定安县委' 县政府为
家属送上#$$$$元抚金#龙河镇政府和
龙河镇派出所也送上了#$$$元和%$$$

元优抚金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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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旧不堪的瓦房# 空旷的房间里
仅摆放着两张小床# 那台#%寸的彩电

成了黄明家唯一的一件奢侈品$ 黄父
瘦弱的身躯# 站在原本家徒四壁的
家# 更显得凄凉与落寞# 仿佛家里唯
一的生气随着黄明的离去变得愈加冷
清$ 黄父怀里紧揣着优抚金# 激动地
说, (全家人就靠着那一亩地# 如果
没有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忙# 我真的都
不知道该怎么送阿明一程# 这孩子命
苦啊-)

附近村民小李说,(当时# 有人打
电话通知黄叔为黄明准备后事时#他
们家真的是连#$$块都没有#差点都无
法按时将黄明安葬了#黄明的去世#对
双亲的打击实在太重了$ )

接受记者采访时# 杨亦平说# 黄
明同志三次进入火场抢救# 不幸英勇
献身# 我们为此痛心# 同时也为此感
到骄傲和自豪$ 海南历来有着优良的
革命传统# 之前出了个抗洪英雄李向
群# 今日再出'$后救火青年黄明# 同
是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惜
牺牲自己的精神# 模范典型值得我们
学习$

杨亦平说# 接下来我们要化悲痛
为力量# 切实关心英雄家属的生活#

省' 县' 镇三级要切实帮助他们# 要
把他们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$ 他强
调# 将对黄明一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
查# 经审核后# 适时向上级申请将其
列入为见义勇为基金会困难家庭名单
中# 每年都会对其家庭发放一定的补
贴# 解困难家庭之急# 保证温饱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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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明# 一名干洗店员工# 用一双
手双手完成了对生命的托举# 感动了
无数海南人$ (月#"日晚# 海口市滨
海新村一干洗店突发大火# '$后定安

小伙子黄明不顾个人安危# 三次冲进
火海# 自己却献出了年仅#"岁的生
命$ 连日来# 黄明同志的事迹在海南
引起强烈反响$

走访石八农场时# 记者随机采访
了一名打工青年# 他说, (同是在外
打工的人# 黄明很重义气# 路见不平
总是拔刀相助# 又不计回报#)

王昌国对在场的基层干部和随行
的同志说# 黄明同志的英雄行为非
常感人# 充分反映了他崇高的思想
品德# 黄明同志见义勇为的行为值
得我们认真学习$ 我们一定要把他
的事迹总结好' 宣传好# 激励广大
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黄明同志的先进
事迹和精神$

(黄明的一生朴实无华# 做的事
渺小如沙# 但串联起来就是一串闪光
的项链$ 他永远是我们农场的骄傲$)

龙河镇石八农场书记陈将和沉痛地
说$ 烈士用短暂的生命描绘了一幅幅
英雄形象# 永远定格在乡亲们的心目
中# 让我们永远缅怀$

在准备离开黄明家时# 看见黄父
就站在小时候黄明栽种的杨桃树下目
送我们离开$ 那一刻发现# 家门口的
杨桃树开得好茂盛# 好翠绿# 好像是
黄明在跟我们说# 谢谢# 谢谢那些给
予他和他的家人温暖的好心人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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